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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决定
给予孙政才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将孙政才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9月2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孙政才严
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 决定给予孙
政才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
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
处理。
根据中央巡视组巡视和中央纪
委、 政法机关查办案件发现及群众举
报 反 映 的 线 索 和 证 据 ，2017 年 7 月 14
日， 中央决定将孙政才调离重庆市委

书记岗位，由中央纪委对其进行纪律
审查、开展组织谈话。7月24日，中央
政治局会议决定，由中央纪委对孙政
才立案审查。
经查， 孙政才动摇理想信念，背
弃党的宗旨，丧失政治立场，严重违
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重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和群众纪律， 讲排
场、搞特权；严重违反组织纪律，选人
用人唯亲唯利，泄露组织秘密；严重
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权和影响为他

的期待， 给党和国家事业造成巨大损
害，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2017年9月29日， 中央政治局会议
审议并通过中央纪委《关于孙政才严重
违纪案的审查报告》，根据《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参照《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孙政
才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孙政才涉
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
理。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
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浙江全面停止号牌号码拍卖

台州警方追凶12载终擒狼

车号牌50选1

凶手25年前曾犯命案
12年前的一个深夜，台州椒江华东水产交易中心里，一名妇女被

昨天，记者从浙江省公安厅车辆管理所得到消息，从9月29日

抢劫杀害。12年来，椒江警方不懈追凶，近日终破此案，抓获犯罪嫌疑

起，浙江正式启用全国统一的机动车号牌选号系统，汽车上牌选

人史俊杰，并带破河南太康“1992·12·22”抢劫杀害2人的大案。
□通讯员 余顺广 记者 尚淑莉

号从原来的20选1增加为50选1， 群众通过互联网仍可在规定号段
内自编自选号牌，全面停止号牌号码拍卖。

□记者 尚淑莉

停止号牌号码拍卖 采用两种途径选号
按 照 公 安 部《关 于 规 范 和 改
进机动车号牌管理工作的通
知 》， 从 9 月 15 日 起 ， 全 省 停 止 号
牌号码拍卖， 存量号牌号码统一
投放选号系统， 并向社会公示，
每位群众选号机会均等。 另外，
杭州市小客车增量指标竞价仍按
照原规定执行。
采用统一选号系统后， 有两种
选号途径： 一是到车管所登记窗口
通过公安网进行“随机选号”；二是
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
理平台（www.12123.gov.cn）和“交
管12123”App进行 “随机选号”

或“自编自选”号牌。系统启用了新
的号段， 每个设区市在内外网各投
放了5万副号牌号码。
首批公安网号牌号码排列方
式：杭州、绍兴第1、4位为英文字母，
宁波、 温州第3、4位为英文字母，湖
州第3位为英文字母， 嘉兴第1、5位
为英文字母，金华、台州第1、3位为
英文字母， 衢州第2位为英文字母，
丽水第4位为英文字母， 舟山第1位
为英文字母。
首批互联网号牌号码排列方
式：第3、5位为英文字母。号牌资源
将随时更新，号牌资源较之前增加。

网上可自编自选号牌 随机选号可“50选1”
即日起，公安网将不再设置自编
自选选号模式， 群众可通过互联网
或“交管12123”， 在规定号段内自
编自选号牌。 为方便群众自编自选
号牌， 各地车管所登记窗口将设置
互联网选号终端，同时派专人引导。
随机选号范围扩大，全省随机
选号从“20选1”增加到“50选1”，
群众可在随机抽取的50个号码中，
选取自己喜欢的车牌号。50个号码
显示在同一屏幕中， 一目了然。群
众选号应在3分钟内完成。
另外，购买二手车可保留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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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特定关系人收
受巨额财物，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巨额
利益，收受贵重礼品；严重违反工作纪
律，官僚主义严重，庸懒无为；严重违
反生活纪律，腐化堕落，搞权色交易。
其中， 孙政才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
益并收受财物问题涉嫌犯罪。 审查中
还发现孙政才其他涉嫌犯罪线索。孙
政才的行为完全背离了党性原则，严
重违背了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
治要求， 辜负了党中央的信任和人民

浙江江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
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33
0100352508529,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副本,代码 352508529,组代管 330100-915269-1，
声明作废。

动车号牌号码。
旧车转让或报废后， 原车主再
行购买新车或者二手车， 既可使用
原号牌号码， 也可申请使用新号牌
号码。 原车主在一年内没有申请使
用的号牌号码，将重新进入选号池，
向社会发放。
继续放宽申请使用原车号牌时
限。 将使用原机动车超过三年可以
保留该车号牌， 调整为使用一年后
即可申请保留； 同时将保留原号的
申请时限由原车转让或报废后6个
月内提出，调整为一年内可以提出。

12年前犯案疑凶现
2005年3月15日晚上12许，椒江
警方接金某报警，称其妻子金某芳在
华东水产交易中心店铺中死亡，现场
有多处血迹。
警方通过调查确认案件性质为
抢劫杀人，被害人金某芳遭受多次棍
棒类钝器击打，系枕头捂嘴造成机械
性窒息死亡， 被抢诺基亚3310手机1
部、现金7000余元。但受制于现场环
境复杂、人员流动频繁、侦查手段有
限，案件久侦未破。
今年，此案再次成为警方重点侦
办案件。 专案组仔细研读了当年的
侦查档案， 对当年排查出来的外来
人口8600余人建立侦查数据库逐人

研判倒查，对曾经纳入侦查视线的60
余名可疑人员逐人复核评估，其间专
案组通过对2004-2005年发生在华东
水产交易中心及周边2公里半径范围
内的57起盗窃案件梳理，发现“2004·
12·29”系列盗窃鱼盘案件（共 涉 及
案犯8人已归案并判决7人）的唯一逃
犯史俊杰如同人间蒸发，10多年来查
无轨迹。
当年， 史俊杰在华东水产交易中
心当搬运工，与被害人金某芳熟悉，在
河南老家有抢劫前科， 具备作案的时
空条件、知情条件、反常条件。
据此，专案组将史俊杰列为1号嫌
疑对象。

被擒交代河南命案
专案组对史俊杰体貌特征进行
科学刻画，最终获悉温岭泽国、路桥
城区一带有一名体貌特征疑似、自称
“铁龙”的河南口音男子，但苦于该
男子居无定所，常规措施难以落实。
9月26日下午， 温岭警方查处某
赌博案时抓获一名自报“铁龙”的参
赌人员。 该男子拒不透露真实姓名，
他到底是谁？椒江警方获悉此消息后
连夜将“铁龙”押解回椒江，立即组
织审讯攻坚。
最终，“铁龙” 承认自己即史俊
杰，对伙同他人实施“2004·12·29”
系列盗窃鱼盘案的作案事实供认不
讳，主动交代了椒江“2005·3·15”抢

劫杀人案等三起10年以上的抢劫杀人
积案， 其中1992年发生在河南太康的
抢劫杀人案造成2人死亡，另一起抢劫
杀人积案因侦查需要暂不详细披露。
28日， 史俊杰对椒江 “2005·3·
15”抢劫杀人案现场进行辨认，与当年
的现场勘查、外围调查情况完全吻合；
同日， 省公安厅通过DNA技术对史俊
杰实施此案作出权威的技术认定。
根据椒江公安分局转递的线索，
河南太康警方于9月28日在福建仙游
抓获太康1992年抢劫杀人案的一名同
案犯， 交代的作案事实与史俊杰供述
互为印证， 另一名案犯正在抓紧缉捕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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